
装修全包，您只需买家电

由于年初扎堆交房，装修市场正式迎

来了它的春运！ 大筑装饰重磅推出整装

49800套餐系列产品，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

求。

大筑装饰整装系以 “包得全、 包得

好”著称，所谓整装，即“硬装+软装”。只

需49800元，主材辅材人工费都包了，家具

软装厨房电器也同时包好。

如果您没有时间装修，想当个甩手掌

柜，那么放心交给大筑，大筑会让您在享

受自我生活的同时，给您一个温馨的家。

如果业主不满足于做一个甩手掌柜，

也可以选择大筑的清装系和全装系，大筑

清装每平米198元起，适合时间充裕、喜欢

个性的人。 而全装系和整装系的区别在

于，前者不包括家具软装。

大筑到底包得有多全？

整装套餐49800内包含了装修10大项

（地板、乳胶漆、吊顶、瓷砖、橱柜、木门、坐

便、浴室柜、飘窗、背景墙）

、厨房电器5件

套

（水盆、水龙头、下水、灶具、抽油烟机）

、

卫浴3件套

（高杆花洒、 卫浴挂件组、浴

霸）

，就连门槛石、角阀地漏、开关插座这

种小件都包全了。小件看似小，买起来都

是要花钱的。而这些，大筑都为您考虑到

了，不仅事无巨细样样包揽，而且全心全

意为您省钱。

除了硬装，套餐内还包含客厅、餐厅、

卧室3大重点居室家具软装。 客厅家具包

括：品牌大沙发、茶几、鞋柜、落地窗帘；餐

厅家具包括：餐桌、餐椅（4

把

）；卧室家具

包括： 主卧室大床 （1.8

米

）、 床头柜（2

个

）、落地窗帘……而这些东西，都是白纸

黑字写进合同里的。

套餐内材料全大牌

大筑总店近4000㎡的展场里， 陈列

着很多名牌家居产品。 整装套餐内的产

品也毫不含糊，都是圣象、升达、正泰、新

象、TOTO、海尔、澳柯玛、巧太太、汉高、

诺贝尔、多乐士等知名品牌，质量过硬，

款式耐看。

套餐内包含的家具也不错，同样是新

悦、好风景、浪度等大品牌，客厅和卧室的

窗帘是绿宝石布艺，各种布料和款式差不

多1000多种。 喜欢什么样的家居风格，您

就把它带回家吧！

此外， 套餐内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

变的，业主可以将主材全面升级，升级产

品包括瓷砖中的马可波罗、L&D、 王者；

地板中的圣象、 升达、 正泰； 洁具中的

TOTO、德国汉高、惠达；木门中的帝露；

以及高品质品牌萨米特、莱茵春天、罗浮

宫、诺贝尔等。

大筑展厅全面升级

2013年大筑展场新增多种风格的九

大实景样板间， 体验馆划分也更有体验

感，更有设计团队再度升级，为客户带来

全新的感受和理念，装修方面，最重要的

墙面装修采用生态腻子，能除异味，杀菌

抑菌，为新家保驾护航。

全装8.9折就在这三天

3月15、16、17日三天，选半包 (清装

198、清装288、清装388)的业主，签单2万

以上就送工程现金券1000元。 全装系

（

全装

477

、 全装

577

、 全装

677

、 全装

777）套餐全面8.9折，全屋免费升级德

国品牌都芳乳胶漆。整装系(

整装

49800

、

整装

59800

、整装

69800

、整装

119800) � 除

送烟机灶具+家电三选一（32

寸液晶电

视、

170L

冰箱、

5kg

全自动洗衣机

）外，同

样免费升级都芳乳胶漆。 除此之外，到

现场交定金免费抽奖， 奖品有平板电

脑、微波炉等，100%中奖。

（曾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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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

提示

参与此次活动的品牌老总也亲自上阵表态。

圣象地板CEO郭辉表示：“我们和经销商、 工厂

三方都做出了大让利，很多品牌的价格在以往几

乎是不可想象的，希望消费者能抓住这次难得的

机会。”慕思寝具总经理盛艳则强调：“本次合作

促销不仅让利价格幅度大， 而且有红星200多位

专家加入，消费体验方面也会有显著提升。” 芝

华仕沙发董事长黄敏利说：“这次，我们在红星美

凯龙将以最超值的产品回馈消费者。”

■“2天来了”部分产品信息

佳灵商场：

圣象地板：

强化地板，劲爆价61元/平方米

意风：

1.8m大床，零售价2740元，劲爆价898元

九牧：

1176-2马桶， 零售价2290元，劲爆价349元

梦尔：

1202（A）床垫，零售价3780元，劲爆价960元

升达奥翔系列木门：

劲爆价650元

-1F

：东鹏瓷砖

（800×800mm）零售价181元/片，特

价89元/片

TATA

木门：

2X-014门，零售价3580元，特价1800元

柏顿墙纸：

PA61056墙纸，零售价480元/卷，特价98

元/卷

蒙娜丽莎：

8WLP0005砖，零售价136元/片，特价65

元/片

1F

：高第：

TG-10浴室柜，零售价15000元，特价8680

元

英皇：

TC3627坐便器，零售价3593元，特价999元

萨米特：

浴室柜+龙头+五金，特价1780元/套

吉事多：

欧瑞双花洒淋浴龙头，特价799元

2F

：左右布艺：

转角沙发茶几+电视柜+餐桌+4把餐

椅特价8500元/套

诺亚沙发：

N6032沙发（单扶手三位+贵妃床）特价

5680元（不含运费）

华意空间：

三人位+贵妃沙发，特价5680元

3F

：美得丽

MR308

床垫 ：

零售价8800元/张，特价

3680元/张

大自然：

D0647实木地板，零售价337元/㎡，特价249

元/㎡

必美：

奥地利系零售价196元/㎡，特价128元/㎡

眠之堡：

MB036皮床+MB321床零售价18600元/套，

特价7980元/套

4F

：曲美：

新中式一桌六椅，零售价74579元，特价

28900元（限三套）

喜梦宝：

1.2米上下床，零售价10497元，特价2999元

（限量10套，不含运费安装费）

南洋胡氏：

1.2米床头+排骨架， 零售价11100元，特

价4980元 （限量10套）

5F

：凡尔赛印象：

大床+床头柜×2零售价201060元，

特价：59980元 （不含运费安装费）

亨利美家：

大床+床头柜×2零售价52440元， 特价

14280元（限量5套，不含运费安装费）

双楠商场：

斯米克瓷砖：

(600×600mm)零售价173元/片，劲爆

价51.9元/片

九牧：

三功能升降花洒，零售价498元/个，劲爆价88

元/个

索菲亚：

C2款经典柜门， 零售价828元/㎡， 劲爆价

398元/㎡

喜梦宝：

BA51020-5儿童床， 零售价2495元/张，劲

爆价599元/张

斯帝罗兰：

FCA090沙发（3+贵）零售价7980元/套，

劲爆价2999元/套

AF-S608沙发，零售价20088元，活动价10245元（三

环内免费送货）

好兆头：

3米地柜+3米台面+1米吊柜+烟机灶具+水

槽配件

，

零售价 14880元/套，劲爆价 6888元/套

松果：

PAB012双层床+书架，零售价10690元，活动

价5380元（不送不安）

爱舍：

A-4301餐桌+A-4401餐椅4把， 零售价9870

元，活动价4980元

香榭丽舍：

S70051墙纸，零售价79元/㎡，活动价20

元/㎡（赠送人工及糯米胶，限3月24、25日）

澳斯曼：

AS-1279�一体坐便器，零售价3946元/套，

活动价1398元/套（含配件及送货安装）

法标：

61114豪华马桶， 零售价2352元/个， 活动价

988元/个（送货安装，不含配件）

航标金海湾：

PG22隔断，零售价1277元/㎡，活动价

599元/㎡（不含配件，包送包安）

7240浴室柜，零售价4860元/套，活动价1680元/套

（含龙头，包送包安）

好兆头：

百年喜合2013版橱柜，3米地柜+3米台面

+1米吊柜，零售价10680元，活动价5888元（三环内免费

送货）

顾家：

BY021布艺沙发，零售价7699元，活动价2980

元（三环内免费送货）

（张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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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星美凯龙“2天来了”！

下周末，红星邀您放大“价”

佳灵、 双楠两大商场成交价后商场直补再降

15%，更有港澳游名额倾情送

管理

+

服务

=

消费者利益。红星美凯龙在经营管

理上摸索出一套在售前、售中和售后这

3

个阶段全面

把关的质量控制法。在战略上实行“全球名牌捆绑式

经营”，筛选品牌、质量和服务均让消费者满意的厂

商进驻。为树立信誉，红星引进了西方经营超市和百

货店的方法， 在售前实行商品准入制和销售商品建

档制，售中实行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预警制，并同时

推行统一收银、统一送货和统一售后服务，全部由专

门的部门和人员把关，切实对消费者全程负责。

公司名称

红星美凯龙

诚信

宣言

我们郑重承诺“以高品质产品回馈

社会、回报顾客”。大筑将始终坚持紧跟

消费者步伐这一原则，不断为顾客提供

物美价廉的产品，使消费者真正从购买

中得到实惠，省钱又放心！

公司名称

大筑装饰

诚信

宣言

仅三天 大筑全装8.9折

德国都芳乳胶漆任用 再送家具家电

装房子再多要求都没问题，大筑轻松搞定！

大筑装饰


